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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约 14:1-14) 
經文﹕ 

吕振中译本 ESV MSG 

1「你们心里别震荡不安了，你们要信

上帝，也要信我（或译∶你们信上

帝，也要信我）。2在我父家里、有许

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

们了；因为我去，原是要为你们豫备

地方去的。3我若去为你们豫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归于我，叫我在哪

里，你们也在那里。4我所去的地方，

那条路你们倒知道（有古卷作∶我所

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

也知道）。」5多马对耶稣说∶「主

阿，你所去的地方、我们尚且不知

道，怎么知道那条路呢？」6耶稣对他

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实（或

译∶真理）』，就是生命；若不是藉

着我，就没有人能来找父。7你们若认

识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现在

起，你们已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

他。」 

8腓力对耶稣说∶「主阿，将父指给我

们看，我们就满足了。」9耶稣对他

说∶「腓力，我同你们在起、有这么

长的时间，你还不认识我么？看见了

我的、就已经看见了父，你怎么说

『将父指给我们看』呢？10我在父里

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我所对

你们说的话语，不是凭着自己讲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作他的事。11你

们要信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

即或不然，也要因我所作的事本身来

信我。 

12「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我

的、我所作的事、那人也要作；就使

比这些更大的、他也要作，因为我往

父那里去；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

么，我必作成，好叫父在儿子身上得

荣耀。14你们若奉我名（有古卷加∶

向我）求什么，我必作成（有古卷无
14节）。 

1“Let no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Believe in God; believe also in 

me. 2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rooms. If it were not so, 

would I have told you that I go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3And if I 

go and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I 

will come again and will take you 

to myself, that where I am you 

may be also. 4And you know the 

way to where I am going.” 
5Thomas said to him, “Lord, we do 

not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How can we know the way?” 
6Jesus said to him,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7If you had known 

me, you would have known my 

Father also. From now on you do 

know him and have seen him.” 
8Philip said to him, “Lord, show 

us the Father, and it is enough for 

us.” 9Jesus said to him, “Have I 

been with you so long, and you 

still do not know me, Philip? 

Whoever has seen me has seen the 

Father. How can you say, ‘Show 

us the Father’? 10Do you not 

believe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s in me? The words 

that I say to you I do not speak on 

my own authority, but the Father 

who dwells in me does his works. 
11Believe me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s in me, or 

else believe on account of the 

works themselves. 
12“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whoever believes in me will also 

do the works that I do; and greater 

works than these will he do, 

because I am going to the Father. 
13Whatever you ask in my name, 

this I will do, that the Father may 

be glorified in the Son. 14If you 

ask me anything in my name, I 

will do it. 

1"Don't let this throw you. You trust 

God, don't you? Trust me. 2There is 

plenty of room for you in my Father's 

home. If that weren't so, would I have 

told you that I'm on my way to get a 

room ready for you? 3And if I'm on 

my way to get your room ready, I'll 

come back and get you so you can live 

where I live. 4And you already know 

the road I'm taking." 5Thomas said, 

"Master, we have no idea where 

you're going. How do you expect us to 

know the road?" 6Jesus said, "I am the 

Road, also the Truth, also the Life. No 

one gets to the Father apart from me. 
7If you really knew me, you would 

know my Father as well. From now 

on, you do know him. You've even 

seen him!" 

 8Philip said, "Master, show us the 

Father; then we'll be content." 
9"You've been with me all this time, 

Philip, and you still don't understand? 

To see me is to see the Father. So how 

can you ask, 'Where is the Father?' 
10Don't you believe that I am in the 

Father and the Father is in me? The 

words that I speak to you aren't mere 

words. I don't just make them up on 

my own. The Father who resides in 

me crafts each word into a divine act. 
11"Believe me: I am in my Father and 

my Father is in me. If you can't 

believe that, believe what you see - 

these works. 

 12The person who trusts me will not 

only do what I'm doing but even 

greater things, because I, on my way 

to the Father, am giving you the same 

work to do that I've been doing. You 

can count on it. 13From now on, 

whatever you request along the lines 

of who I am and what I am doing, I'll 

do it. That's how the Father will be 

seen for who he is in the Son. I mean 

it. 14Whatever you request in this way, 

I'll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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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 ﹕ 

• 你容易忧愁吗？有哪些事物会令你忧愁？ 

• 有没有多愁善感型的朋友？怎么与这样的朋友相处？ 

• 你给配偶或好朋友最好的预备是什么？ 

• 你与父母的关系如何？怎么认知彼此确实有亲密的关系？与自己的儿女又如何？ 

• 信主的弟兄姊妹可以为主耶稣作什么？什么是大事？ 

• 你有没有经常奉主的名向天父求？最主要是求什么？ 

分段 ﹕ 

• 主耶稣去为我们作最好的预备  (约 14:1-7) 

• 当相信并认知父与子完全的合一  (约 14:8-11) 

• 求要做主所吩咐更大的使命  (约 14:12-14) 

观察、解释、应用 ﹕ 

主耶稣去为我们作最好的预备  (约14:1-7) 
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2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

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

里，叫你们也在哪里。4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5多马对祂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

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

那里去。7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祂，并且已经看见祂了。” 

上一章结尾部分彼得向耶稣说他愿意为主舍命，主耶稣马上告诉彼得不要太自信、他会三次不认主。当

你听到自己会多次不认主时，你的感受会怎么样？会不会难过忧愁？ 

这一段一开始主就为门徒们的忧愁开路。其实世界上的忧愁非常短暂，最大的忧愁应当是将来何去何

从？当时门徒们所担心的是主耶稣很快就要离去后，他们怎么办？而主耶稣给他们的答案不仅仅是有关

马上就要发生的事，并且是有关更长远、将来的去处：永远家乡的美景！ 

「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中出现了102次之多！可见是约翰福音中的主题。「凡接纳祂 (主耶稣) 的，就

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1:12) 信就是接纳主耶稣到自己的心中让祂作主宰、

掌管一切！所有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没有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的条件！如果你确信已经接待主耶

稣基督到你心中作主宰，你就是神的儿女！信与神迹奇事无关！非要看到神迹奇事才相信的不是真信，

主耶稣也不把这样的人看作自己的儿女。「相信」在希腊文 Πιστεύουσιν εἰς 中的介系词是进入的意

思。也就是说相信不是肤浅表明上的，而是深入内心产生整体性影响的转变！我们所接纳到心中作主的 

不仅仅是天父、也包括主耶稣基督，每分每秒让三一真神作主宰、掌控生活中最细小的细节。 

接着主耶稣告诉门徒祂先离开世界是为门徒准备永远的住处。在天父的家里有许多住的地方，也就是说

我们应当尽量传福音让更多人成为神的儿女，在父的家里一定有地方住的。主耶稣为门徒预备了地方

后，必定再次回到世界上把门徒们将来要走的那条路明确的指引他们。多疑的多马就问耶稣：主啊，我

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中第六个

「我是」。约翰福音中有七个「我是」明明确确指明主耶稣是真神！只有真神的名字是「我是」。第一

个「我是」：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永不干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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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第二个「我是」：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

却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8:12)。第三个「我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们，我就是羊的门。(约10:7)。第四个「我是」：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10:11)。第

五个「我是」：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

11:25)。第七个「我是」：我就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约15:1)。 

我就是那道路、那真理、那生命显明三方面的提醒。主耶稣是唯一去天父那边的一条道路。只有接纳主

耶稣到心中作主宰的人才可以回到将来属神的家乡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把人带到天

父面前，除非把耶稣是救赎主的福音带到未信主的心中，让他认识并接受主耶稣作他的救赎主。主耶稣

也是我们生活的道路、解决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挑战难处。 

主耶稣也是那真理，也就是祂一切的教导没有一样不是切切实实的真理，不仅仅是有关福音性的真理让

我们好好传福音，也有许许多多任何见证主而活的原则。 

主耶稣也是那生命、永不朽坏自有永有的生命。这生命与肉体的生命极大的不同，就像前面我们查过主

耶稣对马大的宣告一样：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11:25)。肉体的生

命虽然会死亡，主耶稣的超越死亡！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后3天复活证明祂是生命、不受死亡辖制的生

命！是初熟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所有基督徒以后都会像祂一样从死里复活、有永远不朽坏的生命。 

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祂，并且已经看见祂了。这节经文再度强

调父子极其亲密的关系，认识主、看见主就等于看见了父。 

思考：你现在生活中最让你担心的是什么？你所相信的是谁？怎么知道你真心全信？真正的信入会产

生什么作用？自己有没有多下工夫在研读圣经上？ 

应用：请使用圣经上任何一种主耶稣教导门徒传福音的方法把主耶稣这条唯一的道路介绍给未信的朋

友。圣经中也有许许多多生活的教导，请挑选一、二件在生活中操练，活出主要你活出的样式而更讨主

喜悦。 

当相信并认知父与子完全的合一  (约14:8-11) 
8腓力对祂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9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在一起这

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10我在父里

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祂的工

作。11你们要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使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工作信我。 

很可惜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门徒还是没有听懂。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圣灵保惠师教导我们圣经的话语

而不再仅仅是头脑上的知识而已，而是话语里面的精意。是圣经话语的精意教导我们应用在日常生活各

种各样的层面中而产生主观的经历。 

腓力还没有好好思想主所说的话就对主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主却没有生气

而耐心的回答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

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腓力并没有把主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父子合一的教导听进去，也就是说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的观念他

并没有吸收！我们会不会经常听道而没有真正听进去呢？很可能也像腓力一样糊里糊涂的被教导。所以

主耶稣再度强调祂的话其实不是自己的，而是天父直接的教导。就是再糊涂，看见主耶稣的所作所为也

可证明祂是神的独生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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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你会不会读圣经不好好思考？圣经对你来讲是不是还是在客观的真理阶段？你信不信三一真神

的奥秘？你信主有多久？如果已是多年的基督徒，对耶稣所教导的基本真理存记了多少？圣经所记载那

么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对你产生什么作用？ 

应用：请让圣灵感动你愿意藉着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中产生作用而为主多多作工。 

求要做主所吩咐更大的使命  (约14:12-14) 
12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得比这些更大，因为我到父那里

去。13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为了使父因儿子得荣耀。14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

我必成全。” 

「实实在在」希腊原文 ἀμήν ἀμήν 就是阿门阿门！在这里又再度出现！也就是说下面的宣告特别特别重

要！是对每一个信主的人，包括你我，说的！是什么宣告呢？就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要人人传福音！

如果人人都去传福音那么做得就比耶稣那时代可做的就更大得多，因为现今交通通讯可达到全世界！也

因为通讯发达，我们所接触的人也更不受时空的限制！你可以使用许许多多不同的通讯工具作不同形式

的福音传递。 

传福音是主所喜悦的事工，所以为传福音而求神也必定是神所喜悦的祈求！这样的祈求，主 必成全！

这是祈求的大原则，愿神得荣耀！ 

在这新型冠状病毒继续不断扩张、人人自危的时期，你是不是有更迫切愿意好好传福音的心志？怎么实

现这传福音的心志？愿意不愿意好好做圣经的话语上下功夫，让自己更加进入神话语的精意当中？你愿

意把你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求主耶稣基督引领吗？如果自己是老基督徒，更要好好省察自己现在与主耶

稣基督的关系有多密切？如果你对祷告没有负担，是什么缘故把你与神之间的距离拉开呢？大使命人人

有责，你的使命在哪里？ 

思考：自己愿不愿意经常在生活不同的层面中为主作见证？有没有传福音的热忱与负担？如果还没

有，愿不愿意多多向主求？ 

应用：多多求主给你机会以及生活的见证传福音。 


